
余书旗
···

仲春时节，虽乍暖还寒，可空气中已弥漫着

春天的气息，春姑娘已步出深闺，正款款向我们

走来。或许只在你眨眼的功夫，和煦的春风已

把春姑娘送到你面前，被春姑娘唤醒的万物，即

刻充满生机，满山翠绿的嫩芽锋芒毕露，剑一般

地直指苍穹。一场春雨过后，被洗礼的青山，一

夜之间漫山遍野便绽放了火一样的红杜鹃。

春夏之间，万千山花竞相绽放，大多只见其

颜，不知其名，而杜鹃花的大名却是人人能脱口

而出，人人都认得。

家乡一带称杜鹃花为“稻见花”，可能是家

乡方言谐音的缘故吧。“稻见花”是我最钟爱的

山花之一，这不仅是因为杜鹃花和杜鹃鸟有着

种种美丽和凄婉的传说，更是因为小时候留在

我心中的种种记忆。

小时候，每当寒、暑假或周末，学校停课了，

便当起了“小农民”。那时学校布置的作业也不

多，没有补课班，没有兴趣班，也没有谁会外出

旅游，斫柴则是农村小孩的主要任务。因此，那

时小孩假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山上野外度过

的。

由于长期跟着大人与大自然亲密接触，便能

叫出很多野花野果的名字：山楂、苦槠、弥猴桃、

草莓、蓝莓、“鸡公吊”、“鸡弯梨”。看到了野韮菜

花的娇小，鲤鱼藤花的含蓄，芒杆花的飘逸，杜鹃

花的豪放，也知道了杜鹃花不但鲜艳好看，而且

入口酸甜。山上斫柴口渴的时候，随手摘一朵放

入口中，酸甜清凉。可大人总是一再嘱咐：“别多

吃，吃多了会流鼻血的”，便再也不敢多吃。可我

总也弄不明白，“怎么就会流鼻血呢？”捧着那鲜

红的杜鹃花仔细端详，似有所悟，“莫非是这颜色

所致……？”虽心有所失，但还是爱不释手，每次

斫柴都不忘折一大把插在柴火担上带回家。找

个瓶瓶罐罐，洒点盐，灌满水，插上花，直待几天

后花儿蔫了，重又换上新鲜的，反正不花钱，满山

都是，随便采。也有那爱美的女孩，斫完柴，虽汗

渍淋淋，头发凌乱，仍不忘随手拽一根野藤，围成

圈，插上几枝杜鹃花，带在头上，挑着柴担，花儿

随着脚步的频率摇晃，一步一点头，也蛮好看

的。也有那更小一点的孩童，还未到出门上山的

年纪，便要求外出劳作的父母，不要忘记折上几

枝杜鹃花带回家。

时下又值仲春，或许在你不经意间，那花枝

招展的杜鹃花，已把满山满野染得通红、通红。

杜鹃花儿开

詹黎平
···

多年以前的千岛湖只是一条江，

数条溪，大片沃野，发达的农耕文明，

尚未成湖。那江是新安江，溪是青溪、

武强、郁川、芹川和富强溪等。

五十多年前，为建造我国第一座

大型水电站——新安江水电站，在新

安江的下游建德铜官拦腰筑坝，引江

水倒流。淳安县几十万亩良田山岗，

两座古县城，数百个村庄顿成一片泽

国，悉数被淹于碧波水下，29万余人

迁徙别省他乡。始有千岛湖。

千岛湖95%以上的水面处在浙

江省地域面积最大的淳安县境内。如

同章鱼的触角，东与建德毗邻，东北延

伸到跟临安交界的临岐方向，西北则

与新安江的发源地安徽歙县接壤，西

南则向广袤的淳安粮仓汾口遂安深

入，从汾口方向至马金往南可抵开化、

衢州，往北可上高速直抵安徽黄山和

江西婺源。

千岛湖，顾名思义，不算那些面积

在0.5平方公里以下的无名小岛，还

有1078个岛。这些所谓的岛其实就

是过去未成湖之时的山头，松木成林，

满目皆绿，守望着翡翠般澄澈的湖水，

静如处子。令人惊叹。在这二十一世

纪的后工业时代、信息网络时代，千岛

湖依然保持着农耕时代的生态环境，

如此大片的水域仍如李白歌咏的那

样：青溪清我心，见底何如此。湖水澄

明如镜，丝绸一般柔和又玻璃一样清

澈。岛屿静立周边，岛屿之上阳光灿

烂，葱郁的林木环绕着的湖面却显得

幽暗，一些树枝倒挂在黛绿的湖面上，

裸露的树根已被湖水漂白。多彩的野

花一丛丛开在岸边，似乎正对着湖面

梳妆。湖面上只有“哒哒哒”的轮船马

达声，不时惊扰着从岛上的杂草或灌

木丛里鸣镝般窜出来的飞鸟。正所谓

大美无形，大音希声，原生态的湖在当

今越来越稀缺珍贵。

千岛湖下有古城。这是真的，一

点不假。淳安历史上有过三个县城，

贺城、狮城和排岭。千岛湖形成以后，

淳安、遂安两县合并，形成一个更大的

淳安县。原淳安的老县城贺城和遂安

的老县城狮城同时淹没于湖底，县城

搬到了排岭。两座湮没的县城都是古

城，距今约有1800余年的历史。当年

新安江电站建成水库蓄水，回涨的水

头波涛汹涌，很快就淹没了贺城。被

水淹没前的贺城为了日后的水上航道

安全，所有建筑都已犁为平地。现下

勾动人们探寻欲望的千岛湖水下古

城，并不是贺城，而是老遂安县的狮

城。作为古城的狮城其实是很小的一

个城，面积只有0.4平方公里。但狮

城并非一般的村镇，却是一座名符其

实的古城。它有四围的城墙，有五个

城门，具有古城最典型的元素。当年，

狮城沉陷湖底并不像庞贝古城被火山

毁灭那样让人措手不及。狮城淹没于

湖底是一件可预见的事，只是想不到

新安江水库蓄水回流的速度会那么迅

猛，以致狮城的许多建筑物都来不及

拆除。5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在千岛

湖底“发现”了这座水下古城，并且进

行了大规模的电视现场直播探摸水下

古城，或许古城真的仍然安在？

第三个县城叫排岭——如今已更

名为千岛湖镇。县城排岭，完全是一

座新城，淳安的历史就在这座新建的

山城继续延续。然而它终归没有漫长

的历史，不说也罢。

作为自然景观的千岛湖，几十年

来除了在岛上多了些旅游设施，在千

岛湖镇沿岸多了些景观楼房外，变化

并不很大。湖上的天依然很蓝，湖水

依然碧绿，岛上的树木依然郁郁葱葱，

在湖面上低掠着的水鸟依然成群结

队，从湖湾里吹出的风依然爽适怡人，

堪称“绿色的仙境”。

以小说“乔厂长上任记”闻名的著

名作家蒋子龙在其散文“水中的面孔”

中这样描述千岛湖：“千岛湖绿得并不

糊涂。远处的野岛墨绿，中间的岛屿

深绿，眼前的小岛翠绿。一望无际的

湖水也绿得富有层次，远处绿得深邃，

每个岛子的四周湖面绿得浑厚，岛子

的倒影够不到的地方，湖水绿得清碧

明澈。绿晶晶，绿荡荡，绿森森，深碧

托着浅翠，近青衬着远黛。绿得纯粹

绿得高法，绿得神秘而又真实。”

浙江女作家赵福莲则在“何须再觅

武陵源”一文中写道“当我置身于千岛

湖时，脑子里忽然跳出渔洋先生的诗

句：空斋榻壁卧，忽梦溪山好”。她认为

千岛湖是人们回归自然的绝好去处。

是啊，眼前的千岛湖，仍然具有农

耕时代的原生态美景。和其他所有的

美丽湖泊一样，千岛湖，是一本刚刚打

开的绿色封面的书。你来或不来，它

都是这样静美无比。

千岛湖 农耕时代的山水
詹龙飞
···

受气温偏暖的影响，近段时间茶树已吐露

新芽，茶农纷纷开始采摘春茶。今年的采摘比

去年整整提前了一周。见此情景，不由得让我

想起了小时候看到大人们种植茶树的场景。

由于我们村海拔较高,常常云雾弥漫,真乃

“晴时早晚遍雾,阴雨连天满山云”的地方,雨量

充沛,气温调匀,日夜温差大,再加上土层深厚,

矿物质、有机质含量丰富,自然条件优越,非常

有利于茶树生长和茶叶有益物质的形成。

我们村地处高山，平地极少，有限的平地或

坡度较缓的大多用来种植粮食，一般是黄豆、小

麦、玉米三种农作物随季节变化，依次分期套

种。这些地被称之为“豆园地”。粮食乃是乡亲

们赖以生存的命根子，因此，“豆园地”可是要

“专地专用的”哦。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人

口的增长，耕地面积显得尤为紧张。但是，解决

衣食住行，光有粮食还不够，必须有经济作物才

能应付开销。因此，还有一种稍微贫瘠点的坡

地常常用来种植茶叶，称之为茶园地。往往会

在茶园地里套种一期马铃薯和番薯。当然，光

这些还不够，还将离家较近的荒山、坡地，开成

一条条平整的水平带，专门用来种植茶叶，茶叶

也算是“住有所居”了。

那个年代，茶叶只施些农家肥，与化肥农药

根本不沾边。每年年初在茶园地里套种马铃薯

时，先挖个小坑，然后填入适量猪粪，猪粪质地

较细，含有较多的有机质和氮磷钾养分，分解较

慢，适宜做基肥，称得上是最好的农家肥哦。每

当马铃薯、番薯成熟收挖后，会有一段时间地里

没有农作物，故称之为“白地”。茶农种茶经验

丰富,积累了嫩草肥土“一年烂草,二年烂皮,三

年骨也肥”的经验。割草铺园,早成习惯。上世

纪八十年代，土地包产到户，能否分到相对平整

而肥沃的茶叶地因此也成为乡亲们关注的焦

点。记得阿标爷爷通过抓阄，竟然将村里仅有

的两块最佳茶叶地一举拿下，阿标兴奋得手舞

足蹈，还对着天空“扑通”下跪，口中念念有词，

仰天长啸，感谢老天爷的“眷顾”，非常可笑。

时至今日，当年乡亲们种茶树的情景，仍然

历历在目，记忆犹深。

种茶

管祖谦
···

诗曰：威坪三都四条源，处处都是

蚕桑园。青山绿水映桑海，山川美景

处处春。

如今的威坪，是蚕桑大镇，处处是

绿茵茵的桑田，一派万亩桑田似沧海

的田园风光，相映着山川美景，到处散

发着松柏的气息、绿桑的清香。

威坪人种桑养蚕的历史悠久，养

蚕的足迹可以追溯到唐朝以前。唐朝

诗人杜荀鹤有一首题为《蚕妇》的诗写

道：“粉色全无饥色加，岂知人世有荣

华。年年道我蚕农苦，底来浑身着苎

麻。”旧社会种桑养蚕没有给蚕农带来

什么利益，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因此，威坪人虽然很早就会种桑养蚕

织丝布，也只能是世世代代穿苎麻织

的布，麻布缝的衣。

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威坪的蚕桑生产从少到多，不断发

展。淳安县首先在威坪区（原唐村区）

配备了蚕桑专职技术员。上世纪五十

年代，我的父亲就是威坪区蚕桑辅导

员。父亲留给我的全区蚕桑生产资料

记载了 1957 年唐村区全区种桑

21600 株，1958 年种桑 94600 株。

1958年原威坪的长丰合作社（现在的

岭脚杨家畈）春蚕一季养蚕种3.5张。

七都的长岭上合作社养蚕种7张。这

两个村的合作社都是县蚕桑生产先进

单位。1957年，威坪的长丰社产茧28

公斤，到1961年产蚕茧272.5公斤。

七十年代开始，在党和政府的关怀

指导下，开始发展集体养蚕，由生产队

办蚕场，增加农民收入，县土特产公司

在岭脚村进行试点，使威坪的蚕桑生产

发展得到了提升。后来，又把各生产队

蚕场集中起来，办起了蚕桑专业队，使

蚕桑生产成为农村中新型的农业企业，

成为村级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农

村改革开放的号角，促进和推动了威

坪蚕桑生产的发展。威坪乡村掀起了

一股家家种桑，户户养蚕的热潮。特

别是浙江省委、省政府实施了蚕桑西

进的战略方针以后，威坪的蚕桑生产

从山坡薄地向良田好地进行战略转

移，威坪农民也从种粮为主转为种桑

养蚕为主。从此，威坪的蚕桑得到了

快速发展。农民家庭养蚕也从原来的

每季几张蚕种，增加到了十来张蚕种，

蚕桑经济成为威坪的主要经济。

蚕桑生产的发展，使整个威坪变

成了一个美丽的蚕桑园。威坪的山，

处处是青松翠柏；威坪的田，处处是如

海桑田；威坪的三都四源处处是绿色

的海洋。威坪蚕桑发展的历史，见证

了改革开放的成果。唐朝诗人的那首

题为蚕妇的诗，描述了唐朝时期蚕农

之苦。如今的威坪蚕桑园给蚕农带来

的是福。新时期威坪的蚕农应该是：

饥色全无粉色加，蜜蜂彩蝶错恋

花。

年年养蚕收成好，底来浑身显荣

华。

青山绿映“蚕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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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能文
···

满目翠靑螺，疑是新山荡碧波。

人约柳风湖面阔，

渔蓑，何不闲闲作钓哥。

回首任蹉跎，十里连桥看外婆。

对影镜中梳粉黛，

娑娑，至此无妨礼数多。

沿湖岸骑行道踏青

王兢
··

（一）

疏影横枝霜雪加，

团团紫雾染天涯。

孤芳和靖移千岛，

颜色何须大众夸。

（二）

灿烂阳坡闪俏娃，

水湄竞放嫩仙葩。

村姑笑指乌牛早，

篓里飘香正月茶。

（三）

二月晴和碧湛天，

龙门道侧玉兰妍。

千枝百树相呼放，

宛若擎杯庆有年

春芳

汪兆兵
···

佛岭后村乡里闻，

元宵节日撑龙灯。

安远侯爷眠古墓，

皇封牌楼仍矗立。

宗祠门前双石狮。

见证全村变迁史。

郑氏后裔多才俊，

耕读传家遵祖训。

家家富裕名声显，

世外桃园新农村。

咏佛岭后村

赫兴中
···

啊……他来了!

春天哥来啦！

穿过山岗,丛林,河川!

来到美丽的千岛湖。

水仙姑娘告别了春天哥，

迊春,玉兰和杏花姑娘们刚刚到，

在千岛湖相聚了！

春天哥亲吻着她们的面颊。

不知道是谁在喊?

姐妹们!快来看那……!

梧桐花笑得有些尴尬!

挥手向姐妹们召唤。

黄山的岚气,伴着农夫采笋的歌声，

从光明顶东行就像支强大岚海!

湖面涌起白色的波浪花!

春天哥闻到了迎客松甜的味道。

清晨的蜜蜂嗡嗡地叫，

兴奋地拍打着勤劳的翅膀，

飞来飞去忙着把花蜜采！

痒的花儿姑娘哈哈哈地笑。

讨人爱的白头翁也来到花丛中，

凑到花儿姑娘身边说悄悄话，

白头翁究竞寻觅着什么……?

多像是爱慕中的情侣嘻笑打俏。

快看！看那边……!

躲在深水中大鱼儿们露出水面，

在享受寻觅到的美食佳肴!

时时越出水面向游客们微笑。

码头的气笛响了!

催促游人登上客船，

豪华游轮慢慢地驶出港湾，

男人,女人们炫姿把美景照。

游客就要登上五龙岛，

神话般的梅岛,索道,浮桥!

雾绕奇峰猴啼鸟叫！

摆动的花儿为春天哥唱情调。

上索道观神秘湖岛，

山色湖光这里最好!

千岛景色定会把你灌醉撂倒!

幻觉里花儿姑娘和你闹俏。

秀水广场早已摆满了鲜花，

欢快的音响使人忘记了自我，

彩色的风筝穿过白云飞向蓝天!

好像要和春天哥沟通致富的梦想。

啊!江南的千岛湖!

你就像一轮红日冉冉升起!

春天哥高喊着赞美你!!

你永远是中国的骄傲!醉美!最美!

千岛湖的春天
——献给“三八”妇女节的礼物

春光摇曳
程贤高 摄


